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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当空，
光明在前，
大地上似乎正回响着两个少年追随而去的脚步声。
柳建伟：男，河南南阳人，1963 年生，现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先后就读于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工学学士、文学硕士。中国作协主席团委
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1985 年开始发表作品，有各类文学作品
八百余万字面世，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北方城郭》
《突出重围》
《英雄时代》
《百日危机》
《寂寞英
雄》，中短篇小说集《苍茫冬日》
《上校的婚姻》，评论集《永垂不朽的婚姻》等。长篇小说《英雄时
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文学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冯牧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奖
一等奖、庄重文学奖、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奖；编剧的影视作品曾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飞
天奖、
金鹰奖、
解放军文艺大奖、
国际版权组织金奖等。

徐鲁：少年的信仰
■徐

鲁（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柳建伟推出首部长篇儿童文学

《永远追随》：
儿童文学的宏大历史叙事
呈现给少年儿童读者的，是波澜壮阔的电影般的文学恢弘和文学力量。

海飞：给儿童文学添点“茅奖味”
海 飞（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前主任）

2017 年新年伊始，我国繁花似
锦的儿童文学大花园增添了几朵
璀璨的鲜花，吸引了无数热爱儿童
文学的人们的目光，引来了一片赞
叹 。 柳 建 伟 ，这 位 茅 盾 文 学 奖 得

主，推出了他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
品《永远追随》。著名成人文学作
家、茅奖得主，自觉地把目光投向
儿童文学，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奉
献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这在我国
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中，是不多
见的。我认为，
《永远追随》给儿童
文学重重地添了点“茅奖味”。毫
无疑问，这是我国儿童文学的新亮
点和新气象。
《永远追随》描述了一个普通
家庭特别是两位少年陶百川、周三
才和在这个家庭借住过的长征中
的红军之间的故事。由对红军的
疑惧到对红军的信任，从短短数日
相处到红军撤离，再从红军撤离要

借用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最重要
的生存基础和快乐来源的那头与
众不同的驴，到没有可能按承诺如
期归还，两少年踏上寻找之旅，由
此一步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为
惨烈的湘江之战的现场，用少年纯
真的眼睛和纯真的情感见识残酷
的战争。平静的农家生活，与众不
同的驴子的珍贵，红军长征途中的
追随，惨烈战争中的成长，这是一
个关于诺言、救赎、觉醒，信仰、价
值、荣耀的故事。精彩，特别，深
刻，难忘。
《永远追随》呈现给广大
少年儿童读者的是波澜壮阔的电
影般的文学恢弘和文学力量，催人
奋进，
催人向上。

作者勾勒宏阔历史的大视点与塑造少年形象的小角度结合得自然妥帖，在少年寻找毛驴的小叙事中隐含了
中共党史的大叙事。

郭艳：
宏大历史叙事之中的少年成长
■郭

艳（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

这部少年小说讲述了战火中
两个少年的成长故事。乡村少年
在战火硝烟中经历了奇特的追寻
之旅，在少年的跟随之旅中，红军
首长和指战员则展现了这支军队
的独特品质。这是关于党与群、军
与民、大人物与老百姓、成人与孩
子在非常年代不同寻常的故事。
小说在少年人物的经历中呈现出
对于人性和人情之美的礼赞，文本
非常精彩地阐释了道义如何让少
年在困难面前从容自信，信念和信
仰如何让一支进入绝境的部队依
然被称为仁义之师。
小说叙事张弛有度，
情节张力
饱满，结构严谨。在充满湘南风情
和民俗韵味的乡土背景中，两个聪
明、机智、率真的少年活跃在红军

战略转移的山水情境里，开篇充满
村野情趣。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
战争不期而至，老百姓的日常和大
历史的节点偶遇，于是香花岭一家
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
在两个少年寻找毛驴小白的经历
中，小说从乡野叙事转入到残酷的
战斗场景。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湘
江之役中的一些经典的战斗场面，
真实的地名，比如新圩；真实的人
物，比如陈湘萍；真实的战斗，比如
红三团、红八团在湘江之战中的惨
痛损失……作者生动地摹写了两
个少年在红军部队中的奇特经历，
红八军团侦察连长真诚细致的安
排，师长陈湘萍和政委程翠林的长
者 之 风 ，军 队 领 导 人 的 慈 祥 体 恤
……正是有着这样官兵的存在，两
个懵懂的乡村少年才有可能在残
酷的战斗中被保护、被护送，最终
完成这种性命相托、情义相融的跟
随之旅。
作者写战争无疑是大手笔，
显
示出胸中沟壑纵横，笔下雷霆赫赫
的气势。他对于红军历史资料驾轻
就 熟 ，长 征 途 中 大 小 战 役 了 然 于
胸。有战略上对于战争指导方针的
分析，
有对战争残酷性的摹写，
有对

红军官兵应对绝境的深度刻画。小
说写伟人是写境界，刻画伟人形象
收放自如。小说突出表现了毛主席
对党和军队命运的忧虑，对党的原
则和纪律的遵守，对民心向背和老
百姓利益的由衷关切。小说中对于
毛主席形象的刻画，既体现了作者
对于时代英雄人物的理解，又表现
了对于伟人心灵世界的开拓。
这部小说以红军长征途中战
事最为惨烈 的 湘 江 战 役 为 背 景 ，
小说行进在一场关系红军命运的
重大历史事件中。作者勾勒宏
阔历史的大视点与塑造少年形
象 的 小 角 度 结 合 得 自 然 妥 帖 ，在
少年寻找毛驴的小叙事中隐含
了中共党史的大叙事。宏大历
史 叙 事 和 少 年 成 长 接 轨 ，在 开 阔
的社会历史层面展示人物性格，
揭 示历史真实中残酷与温暖，铁
血与人性，
生死与信仰。在少年视
角中，栩栩如生地再现了湘江之役
的惨烈战事和红军悲壮之师的英
雄主义。正是新的信仰和信念，让
两个乡村少年永远跟随，
也预示着
无数的中 国 人 将 认 同 这 种 跟 随 ，
在现代性革命的历史巨变中建构
新的中国与中国的未来。

该著在抒写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的力度与尺度方面做出了典范的诠释。

崔昕平：
儿童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
■崔昕平（太原学院教授）

童小说的力度与尺度方面做出了典
无反顾。瞬间殒命的成批生命与誓
范的诠释。
死捍卫的钢铁意志，构筑着震撼人
中央红军撤离途中，
毛泽东化
心的庄严之美。
名
“大老李”
住进陶家休整。红军开
书中，
共产党的爱民亲民与国
拔时，
借用
“小白”
而未归还，
父亲便
民党的滥杀无辜形成鲜明对照。这
命两个孩子寻回，生活的轨迹就此
恰恰以最真实的、
还原历史的方式，
改变。当这条追还之路与敌人疯狂
阐释了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得到那样
的围剿追击之路重合时，便注定了
前赴后继的誓死追随。两个孩子寻
它的惊心动魄。在恶战蓄势待发的
回“小白”一事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特定背景下，孩子们主动的“追”走
却能在一路追寻中受到红军各级官
提及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抒
向了被迫的“随”，红军极力让孩子
兵极度重视与全力保护。作品以真
写，
似乎自上世纪 80 年代回归艺术、 远离战争，而孩子的执拗却让他们
实的历史阐释了必然的追随，奏响
弘扬个体人性以来，逐渐淡漠于创
越来越近距离地深入了战争。
“追” 了一场不忘历史、
不忘初心、
振奋精
作与评论之中。意识形态性相对淡
与
“随”
变得纠缠不清。一场意外的
神的主旋律之歌。极致的现实主义
化的儿童文学创作中，这一点尤为 “追随”，就这样从山清水秀的香花
再现，恰恰焕发出了灼灼的理想主
突出，
甚至自世纪之交，
儿童文学创
岭开启，
直至血流成河的惨烈战场。
义光辉。
作应着市场化文学的号子，大步走
作品中，
与百姓坦诚相见的毛
成人文学作家涉足儿童文学创
向了轻松、俏皮、时尚。但事实上， 泽东，因为警卫之事与百姓诚恳道
作时，
有时会在语言运用和叙事节
主流意识形态的表现，是每一个时
歉，对话中尽显坦荡的胸襟。作品
奏上，陷入一种摇摆，呈现出一种
代
“生活真实”
中不应被回避的重要
中出场的还有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 “儿童化”的调试（虽然这可能是他
部分。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创作
怀、
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 并不擅长的）。但柳建伟的作品中
清浅化问题已经受到广泛关注，扎
虽皆是简笔，却勾勒出一幅红军将
没有这种摇摆，是原汁原味的军事
实生活根基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
帅的群像图。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展
题材。故事中涉及了许多重要的
说创作逐渐回归。柳建伟的军旅题
现了红军的精神面貌。他们身上， 战略决策，在讲决策、讲战术时客
材儿童小说即以作家自有的方式， 闪耀着人格的魅力与信仰的光辉。 观而严肃，毫不含糊，为儿童呈现
为我们呈现了另一种再现于笔端的
无论是高级将领，
还是普通士兵，
在
了一个近距离的战争和一种新异
战争岁月，在抒写现实主义题材儿
九死一生的革命之旅中走得如此义
的阅读体验。

两个少年与他的家
人，
平静地生活着，
他们
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快
乐的来源是一头漂亮的
驴子。红军长征经过他
们的家，在由疑惧到信
任的数日相处之后，撤
离时红军借走了那头对
他们来说无比珍贵的驴
子，却没有按照承诺如
期归还。为了讨回如此
重要的财产，也出于一
时意气，两个少年踏上
了寻找之旅，由此一步
步进入红军长征途中最
为惨烈的湘江之战现
场，用少年的眼睛和情
感见识了那场残酷的较
量……
一个诺言的故事，
一个救赎的故事，一个
觉醒的故事，也是一个
关于信仰、价值和荣耀
的故事。该著以一种
儿童视角，
勾勒宏阔历
史的大视点与塑造少
年形象的小角度结合
得 自 然 妥 帖 ，在 少 年
寻找毛驴的小叙事中
隐含了中共党史的大
叙事。该著在开阔的
社会历史层面揭示历
史真实中的残酷与温
暖，铁血与人性，生死
与信仰，书写了一场波
澜壮阔的宏大历史叙
事，呈现了儿童文学的
“之重”
。

《永远追随》
柳建伟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
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
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作家
们应该“善于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
阴影中看取光明”，
“ 用理性之光、正
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让文
学成为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
柳 建 伟 的 长 篇 少 年 小 说《永 远 追
随》，正是一部“在幽微处发现美善、
在阴影中看取光明”的优秀作品，一
部闪耀着少年生命的觉醒与信仰的
光芒、也呈现了纯朴、善良和正直的
人性之美，富有温暖的家国情怀和
崇高的民族大义的作品。
一声划破天空的枪响，
打破了小
镇和陶家的平静。这是一个风起云
涌、
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支身穿灰蓝
色军服、
头戴八角帽的队伍来到了香
花岭，
暂时借住到了陶家。在经过了
从疑虑到信任的数日相处之后，
两个
少年、
百川的奶奶，
还有村里的人，
都
看在眼里、也明白在心了，这来的都
是一些好人，
是自己人。
是的，这支队伍正是毛泽东领
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此时，他们被
迫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了艰
难的长征，准备北上抗日。而借住
在陶家的那位身材高大、说话语气
和蔼的首长“大老李”，正是大病初
愈的毛泽东。毛主席领导的红军队
伍爱护百姓、秋毫无犯的一举一动，
深深打动了陶家每一个人，也赢得
了陶百川、周三才两个少年的信任。
小说的第一章“香花岭”写到这
里时，已是十分精彩、引人入胜了。
故事大背景的交待和细节上的描
写，都处理得举重若轻。已经出场
的人物形象，如少年陶百川的自尊
好强，陶家奶奶的人情练达，百川爸
爸的谨小慎微，毛泽东的赤子情怀，
彭德怀的直率豪爽，小战士马天来
的质朴忠诚……都在不多的笔墨里
得到了鲜明的刻画。
然而，两个少年曲折的“追随”
故事，却是从几天之后，毛主席和红
军队伍离开香花岭开始的。红军撤
离那天，两个少年正牵着一头毛驴
小白去县城买石膏和卤水。小毛驴
被陶家视若“顶梁柱”，陶家磨豆腐、
卖豆腐、采购原料，一刻也离不开这
头小毛驴。就在这天，已经和两个
少年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的红军通
讯员马天来，因为要运送一些藏在
山洞里的紧要物资去追赶队伍，就
借走了这头小毛驴。本来小马答应
过两个少年，晚上一定会把毛驴归
还回来的，可是，吃过晚饭好久了，
小马还是没把毛驴还回来。为了追
要回对陶家来说极其宝贵的小毛
驴，两个少年在得到家人允许后，来

不及考虑太多，就背上干粮，循着红
军队伍开走的方向，踏上了追寻小
毛驴的路途……
从第二章“九嶷山”开始，一段
漫长、艰辛和一波三折的追寻之路，
渐渐展开。两个少年追寻小毛驴的
脚步，一直没有停止过，每次好不容
易赶到了一个地方，都会受到红军
指挥员的慎重对待，但又总是阴差
阳错，与他们要追寻的借走小毛驴
的人越来越远；而毛主席和红军指
挥机关，当然也包括那个通讯员马
天来，也伴随着一场场激烈的战斗
而不断转移，步步向前，朝着伟大的
革命事业所召唤着他们的方向坚定
地走去……
红军长征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
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故事，是毛主席、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用长长的、
深深的脚印，写在中国大地上的一
部壮丽的英雄史诗。柳建伟的这部
少年小说选择了一个较小的“切入
口”，从历史洪流的缝隙中发掘出小
人物的故事，即从两个少年的视角
和亲身的经历，带引着读者进入了
一个伟大而壮丽的历史事件之中。
可以说，这是一部别具艺术匠心、构
思巧妙的少年小说。小说每一章都
以一个地名命名：九嶷山，蒋家岭，
新圩，凤凰嘴，猫儿山，雷口关，最后
回到香花岭。这些地名，既是两个
少年追寻所至的地方，也是毛主席
率领的红军队伍转战经过的地方。
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也是循着这两
条线索不断往前推进的。
两个少年的小小脚印，
在追随和
寻找小毛驴的同时，
不知不觉地汇入
了一道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命运的滚
滚铁流之中；
两个初涉艰难时世的少
年的生命，
也在与一个个红军将士的
相识与离别中，
一步步进入了红军开
始长征之初所经历的一次次激烈和
残酷的战斗现场，在血与火的考验
里，
渐渐变得明亮、
勇毅和坚定。
小说最后，毛主席派红军战士
马天来和魏苍生护送着两个少年，
平安回到了香花镇上。可是，等待
着两个少年的，却是百川爸爸惨遭
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百川奶奶悬梁
自尽的残酷现实。老人留下的最后
一句话是：
“ 川伢子，三娃子，你们跟
着共产党，走吧。”
故事至此，两个少年原本的“追
随”和“寻找”的升华与转变，已是瓜
熟蒂落、水到渠成。北斗当空，光明
在前，大地上似乎正回响着两个少
年追随而去的坚定的脚步声。那是
他们永远的追随，从眼前一直撞响
到遥远的明天。
合上这部作品，我感觉自己的
心被一种浩然大气吹拂和激荡着。
红军长征的队伍曾被老作家魏巍形
象地比喻为“地球的红飘带”。壮丽
的红飘带，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无
畏的意志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追
求理想、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伟大
精神的象征。像《永远追随》所写的
长征故事，是一代代孩子都会“为它
哭，为它笑”的永恒主题，也是值得
我们献出一生，献出全部力量、激情
与热爱去讲述、去礼赞、去讴歌的永
恒而不朽的
“中国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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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宏大叙事引入儿童文学的努力，
拓展了儿童文学在叙事深度和广度方面的可能性。

谈凤霞：
儿童小说的宏大叙事可能
■谈凤霞（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儿童战争小说这一类型在中国
儿童文学发展史上至今已出现两个
高潮：
一是建国十七年间以徐光耀
的《小兵张嘎》等为代表，重在塑造
勇敢机智的革命小英雄；
另一则是
21 世纪初，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
重视激发了儿童文学作家对战争题
材的瞩目，
大多书写战争给儿童生
活带来的激变及其精神或性格的成
长。曾经写下内容博大、
气势恢宏
的
“时代三部曲”
（
《北方城郭》
《突破
重围》
《英雄时代》
）的军旅作家柳建
伟初涉儿童文学，
依然选择了他擅
长的宏大叙事的方式，
成就了这一
部以红军长征为背景的儿童长篇小
说《永远追随》。

小说要写得好看，
必然要有扣
作者注重场景描写，
具有电影
人心弦的情节。故事一波三折，
少
的画面感，
如尾声写三年后的春天，
年执意要见毛主席去当面讨回公
追随红军而去的两少年到了延安杨
道，
被一程又一程地转交给不同的
家岭，
“毛泽东走出窑洞，
张开双臂，
部队，
经历了不同的遭遇。他们从
大步向他们走来”
。作者将故事定格
一开始的守口如瓶，
到后来因被误
于这一亲近的画面，
少年向党、
党迎
解而生怨愤，
再到后来逐渐认识自
少年，
意味深长。小说以少年追寻毛
己小题大做而改变主意，
却又被要
主席为贯穿主线，
又辅之以战争中领
求必须去见毛主席，
这一过程波澜
袖决策和军队作战的境况铺写，
叙事
起伏且不无戏剧性，
使得故事具有
场域广阔，
再现了紧张激烈的湘江之
引人入胜的张力。少年追随红军的
战，
也涉猎国民党肃清联共分子而采
步伐也引出了各级各层红军将士的
取的血腥行动，
将阔大、
沉重的题材
不同事迹。从士兵到领袖，
作者力
直接写入儿童战争文学，
接续了之前
争写出每个人物的个性，
尽可能地 《小兵张嘎》
《闪闪的红星》等为代表
贴近人物气质和性格本身。小说表
的革命叙事传统，
但又有着新的考
现了毛泽东的和蔼、
彭德怀的粗犷， 量，
如没有急于把少年主人公塑造成
尤其是通过少年和毛泽东的交往， 革命英雄，
而是还原其生活本相，
因
反映了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这个
而更能看到其缓慢而自然的成长变
“人”的所好所念，从而更为有血有
化，
具有亲和力。
肉接地气。作者塑造了处事鲁莽的
《永远追随》将儿童生活和历
段连长、
血气方刚的李师长等各色
史叙事相结合，
巧妙地以儿童对诺
战士，
并且也写出了两少年不同的
言的求证来联结和过渡到对政治
气性，川伢子倔强、有心机，而三娃
信仰的追随，
表征了作者将宏大叙
子更天真、
柔和。不同的人物个性
事引入儿童文学的努力，
拓展了儿
相碰撞，
迸发出大大小小的火花，
增
童文学在叙事深度和广度方面的
强了故事性。
可能性。

